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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玮皓

昨日凌晨，随着意大利在
世界杯欧洲区预选赛附加赛
中被瑞典淘汰，蓝衣军团在60
年之后再度无缘世界杯，无数
中国球迷发出叹息之声。球
迷为何如此钟爱意大利？因
为这支球队承载了太多人的
记忆和情怀。

中国球迷对意大利足球
最初的记忆是1982年，国内第
一次对世界杯决赛进行了直
播，中国观众得以感受足球的
激情和魅力。那场在西班牙
马德里伯纳乌球场进行的决
赛中，意大利31战胜西德，第
三次加冕世界冠军。1989年，
意甲联赛通过电视屏幕走进
中国千家万户，那时的意甲汇
聚了世界足坛最优秀的球星，

被称作“小世界杯”。作为那
个年代的王者，AC 米兰成了
老 一 代 球 迷 难 以 忘 怀 的 记
忆。可以说，意甲真正启蒙了
中国球迷。

国家队层面，意大利同样
给中国球迷留下了深刻的烙
印。1994 年世界杯决赛点球
大战罚丢之后的落寞背影，让
巴乔“忧郁王子”的形象植根
在球迷心中。2006年，在备受

“电话门”事件困扰的逆境中，
意大利时隔 24 年再夺世界冠
军，卡纳瓦罗、托蒂、皮耶罗、
皮尔洛、因扎吉……这些球员
不仅实力强悍，而且各个颜值
出众，成了球迷记忆中最美好
的一代蓝衣战士。

随着 2012 年里皮来到中
国执教广州恒大，扎切罗尼、
卡纳瓦罗、卡佩罗、保罗索萨

等人都与中国结缘。里皮执
教国足之后，意大利人更是成
为国足的导师。尽管意大利
队早已不是当初的世界男模
队，意甲也已没落，但正是因
为意大利足球影响了一代代
中国球迷，也让每个人心中都
有一种蓝色的情怀。

意大利盛产名帅，上赛季
五大联赛的3个冠军被意大利
教练“包揽”，意大利主帅可以
说是世界足坛的半边天。此
次意大利无缘世界杯，主教练
文 图 拉 失 败 的 战 术 难 辞 其
咎。69 岁的文图拉在意大利
只是一个草根主帅，职业生涯
没有亮眼的成绩，缺钱的意大
利 足 协 选 择 他 也 是 无 奈 之
举。然而相比主帅，意大利最
大的问题还是人才断档。后
防线加上门将，布冯、巴尔扎

利、博努奇、基耶利尼4位老将
平均年龄达到35岁，34岁的德
罗西依然坐镇中场，锋线虽然
年轻，但没有具备在顶级豪门
扛大梁的实力派球员。对比
德国、西班牙、法国，青黄不接
的意大利一直在走下坡路，南
非世界杯和巴西世界杯都没
能小组出线。与同样无缘世
界杯的荷兰队相比，两队境遇
相似，命运相同，只不过意大
利的出局让人感觉太过陌生。

如今的意大利队没有抢
眼的巨星。靠一批老将支撑
了 10 年的意大利队终于到了
该交棒的时刻，布冯、基耶利
尼、巴尔扎利和德罗西同时宣
布从意大利国家队退役。老
将们悲情的离场，含泪的告
别，与一代球迷最美好的青春
和记忆道一声再见。

意大利出局 难舍的只剩情怀

□记者 王玮皓

本报讯 昨日，由省体育局等
单位主办的河南省全民健康体质
达标测试赛郑州站落下帷幕，有
1000多名市民参与其中。随后，
该赛事还将陆续在焦作、南阳、许
昌等地举行，引领全省更多的人
群参与全民健身。

省全民健康体质达标选拔赛
旨在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到全民健
身的队伍中，养成良好的体育锻
炼习惯。本次赛事设有跳绳、往
返跑、掷实心球、仰卧起坐、引体
向上、绕杆跑等10个项目。比赛
进行期间，参赛选手可以随时通
过赛事的互联网平台了解自身的
身体状况，并获得了科学的健身
指导方案。

省全民健康体质
达标测试赛郑州站落幕

据新华社电 纳达尔昨日凌
晨与格芬苦战三盘失利，赛后他
宣布退出今年的ATP年终总决
赛。这是纳达尔在今年总决赛中
的第一场比赛，但他显然不在状
态，主要原因还是膝伤未愈。

不过，纳达尔整场比赛的表
现仍然征服了现场近两万名观
众，这场激战进行了两小时37分
钟。31岁的纳达尔赛后说：“我的
赛季结束了。我已经竭尽全力，
我也期望能够为这次比赛做好充
分准备，但显然我没有完全准备
好。这场比赛的比分如此接近已
经是个奇迹，我的确已经尽力
了。”

膝伤已经困扰了纳达尔整个
的职业生涯，尤其表现在只有排
名前八的球员才有资格参加的
ATP年终总决赛上。他13次获
得了参加总决赛的资格，但有五
次被迫因伤放弃，这也是他职业
生涯中唯一没有能够夺冠的大
赛。

纳达尔退出
ATP年终总决赛

□记者 张丛博

本报讯 近日，河南省直文联
摄影家协会在郑州成立，关照耀
当选省直文联摄影家协会主席，
邢中国、杨峰、陈晓东、吴天顺、孙
文忠当选副主席，马祺盛为秘书
长。

会议还审议通过了省直文联
摄影家协会章程，省直单位摄影
家和摄影爱好者60多人参加会
议，会议由省直文联主席殷江林
主持。

省直文联
有了摄影家协会

因伤告别

全民健身

较之对塞尔维亚一战的
首发阵容，里皮对6个位置进
行调整。在比赛中，里皮陆续
安排了傅欢、贺惯等年轻国脚
出场。面对没有J罗、奥斯皮
纳的哥伦比亚，国足依然全面
处于被动，速度、技术、身体、
配合完全落于下风。开场第5
分钟，哥伦比亚打出一次漂亮
的配合，帕尔多破门。下半
场，哥伦比亚队又打进3球，将

比分定格在40。
比丢掉4球更遗憾的是，

国足又一次没能取得进球。
此前在和塞尔维亚的比赛中，
武磊、肖智等前锋就错过了几
次破门的机会。昨晚的比赛，
武磊在比赛中又再度错失单
刀。第56分钟，国足获得极佳
扳平比分的良机，但还是神一
般的剧情！当时，武磊在前场
迅速断球后杀入禁区形成单

刀，随后抢在米纳回防前推
射，球被门将奋勇扑出。

赛后，里皮还是呼吁不要
给武磊太大的压力：“我觉得
大家不应对武磊有过多的指
责，我看到他创造了机会，正
常情况下如果有这样的机会，
他面对门将是可以打进去
的。希望大家不要给他过多
压力，要看到好的地方，过往
比赛他总是在为球队创造机

会，我并不担心不能进球，更
感谢他为球队创造出机会。”

事实上，射术不佳、基本
功不够扎实的又何止一人。
赛前，有中国队成员全程观看
了哥伦比亚队的训练，客队球
员的脚下功夫让人无不叹
服。“每个人都可以成为盘球
大师。”一位现场工作人员
说。由此可见，国足真正的问
题不是锋无力，而是基本功。

昨晚，里皮遭遇了
上任以来最惨的一场失
利。在对手J罗等名将休
战的情况下，国足在重庆
04不敌世界排名第13
的哥伦比亚。算上此前
02不敌塞尔维亚一役，
国足两战世界强队净丢6
球无1球入账，清楚地看
到了与世界强队之前的差
距。

11月国足安排了和塞尔
维亚、哥伦比亚这两支世界杯
参赛队进行热身赛，有意思的
是，韩国足协也选择了这两支
球队热身，只不过双方比赛的
顺序颠倒。因此，中韩的暗中
较劲也是本场比赛的一大看
点。

此前10月公布的最新一
期国际足联国家队排名中，中

国队凭借在12强赛最后两战
的连胜，超越韩国队、沙特队，
排名亚洲第4位。因此，国足
内部也希望打好热身赛，为
2019年亚洲杯争取到一个理
想的签位。毕竟，亚洲杯签运
的好坏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
国足亚洲杯最终的成绩，而亚
洲杯的成绩又将影响国足在
世预赛中的档次和分组。

然而，热身结果接连让国
足失望。国足在广州02不敌
欧洲劲旅塞尔维亚的同时，韩
国队21击败了当时J罗还在
阵中的哥伦比亚。孙兴慜打
入 2 球，韩国队也为自己正
名。此番两队交换了对手，国
足完全不是哥伦比亚队的对
手，而韩国队在丢球后很快扳
平比分，最终11战平塞尔维

亚。
输掉了热身赛，国足只能

寄希望于在接下来的东亚杯、
中国杯拿够积分。而事实证
明，韩国队能够连续入围世界
杯决赛圈，是有道理的。国足
不应再为无缘世界杯而遗憾，
而是应该尽快提升内功。

王文

一球难进 再失破门良机

暗中较劲 国足完败韩国

与强队过招 国足被打蒙
0：4不敌哥伦比亚 热身两战净丢6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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